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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规模最大的花市——迎春
花市近日盛大开市。福田岗厦卓悦
中心的千米花街汇聚了大量国内外
新优花卉品种，引来大量客流。花
市商家表示，前来购买花卉的除了
深圳市民外，还有许多顾客是从香
港专程赶来。

浪漫花海

2020 年深圳迎春花市恢复户外

开展，与以往庙会式花市不同，今
年花市首次与花展结合，市民既能
逛花市买年花年桔，又能欣赏花展
花景，还能观看音乐表演、非遗展
示、灯光艺术、插花艺术等节目。
恰逢连日好天气，花市人气高涨。

总长超千米的卓悦中心花街成
了 浪 漫 花 海 ， 现 场 设 置 了 跨 越 、
2020“鼠”我强、步步高、鱼跃龙
门、幸福花台、团圆六大主题打卡

点，营造出“行花街”的别样体验。
“现代、时尚、动感是今年花市

的关键词。”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副局长杨雷表示，今年的
花市在中心区商业旺区，地处户
外，不是单纯的卖年花年桔，而是
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城市特
色打造出了一个迎春花市嘉年华。

“鼠你最强”

“90 后 ” 的 香 港 青 年 张 小 姐
说：“与去年室内 （花市） 相比，今
年气氛很好，除了逛花市，还有表
演和各种拍照打卡点，逛累了直接
到购物中心吃饭，饭后还能继续看
夜景灯光。”她已经好几个周末都是
到深圳度过了，“这里过年氛围都特
别好，花市距离口岸很近，逛完还
能看电影顺带购物。”

香港人特别讲究年花的“好意
头”，深圳花市所卖的花正可满足这
一要求。比如年桔寓意“大吉大
利”，百合代表“百年好合”、剑兰
寓意“步步高升”、桃花催旺“桃花
运”、银柳寓意“有银 （钱） 有楼”
等，都深受香港顾客欢迎。

花市中的一些创意盆栽因为寓
意新颖而成了“网红”，如以“一夜
暴富”、“鼠你最强”等为名的盆
栽，受到年轻人追捧。

港人青睐

黄先生是来自广州的商户，今
年是首次来深圳迎春花市。他比较
看重来自深圳和香港居民的消费
力。针对今年蝴蝶兰涨价的趋势，
黄先生的展位推出了小型蝴蝶兰盆
栽，“相较之下比较实惠，更符合年
轻人需求”。

花市远景生态老板杨超说：“今
天一早就有香港人拖着手拉车来
逛。”他在花市开档已经7年了，销
售经验丰富。据他观察，香港顾客
比较喜欢有设计感的年花，“譬如今
年非常畅销的红色银柳，福袋的造
型就非常别致，意头也好。”

主销黄金果的档主冯女士表
示，中等大小的黄金果最热销，一
般香港人最少买 2 盆，一是取个好
彩头，二是方便携带。受年花热销
影响，预计不少畅销品种过几天会
涨价。

港人深圳花市买年花
闵 喆

深圳市民在逛花市。 （图片来自网络）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台湾岛
内的春运已拉开序幕。今年台湾
春节的假期为1月23日至29日，共
计7天。

1 月 20 日上午，记者在台湾高
铁公司官网查询 1 月 22 日 （腊月二
十八） 至 1 月 24 日 （除夕） 台北至
高雄左营的车票时发现，大部分时
段的车票已经售罄，只剩下除夕当
天17时后的车票。而在查询台铁台
北至高雄段的车票时，记者发现 1
月22日至1月24日同样几乎无票。

抢票也要拼手速

“跟大陆相比台湾春运场面倒没
有那么夸张，但也绝不意味着可以
随时随地买车票。要想有好时段、
好车次，夜里抢票仍是必备操作。”
记者好友苏先生表示，2020年春运
返乡票开始售卖的当夜，他们全家
4 人齐上阵抢票，结果花了 20 多分
钟才完成付款，中间持续出现网页
无法显示的情况。

据台湾高铁公司统计，春运票
开始发售后，4分钟内就有 7.5万张
车票出售，1 小时官网内卖出 38.8

万张票。台湾铁道暨土地规划学会
运输政策研究中心分析同步订票纪
录指出，春运票开始发售的前几分
钟，预计有 100 万笔订票申请涌入
系统。

而据台铁方面计算，西部干线
春运票开始发售后，9 小时内共有
近22万张车票售出。2020年春运期
间，台铁全线加开各级列车总计
271列次、加挂车厢977辆次。

军机待命疏人潮

相比台湾本岛以陆运为主的交
通方式，居住在台湾外岛和离岛的
居民返乡时就要上演“海空大戏”。
由于去年底台湾远东航空停飞，往
来台湾本岛和离岛的航线运力受到
极大冲击。因此各离岛所在的地方
政府都在争取航班班次，让当地居
民返乡更安心。

去年12月底，澎湖县长赖峰伟
与民意代表出席台当局民航部门的
协调会，争取调派大型飞机支持澎
湖春节疏运。据统计，澎湖县政府
已协调立荣、华信两家航空公司为
澎湖居民返乡增加 46 架次班机、

1.09 万个座位。不过，澎湖县政府
呼吁，目前两家航空公司的运力已
到极限，建议在台湾本岛工作的澎
湖居民能够避开除夕日的高峰、提
前返乡，或搭乘台华轮返回澎湖。

而在金门县，当地政府也通过
多次协调，目前已联合相关航空公
司推出第 4 波加班机，为乡亲返乡
服务。另外，金门县政府将自 1 月
22日至24日在台湾西部的台北、台
中、嘉义、台南、高雄 5 座机场设
置乡亲服务台，并密切注意现场人
潮，适时协调航空公司加班机甚至
军方运输机，以方便乡亲尽早回家。

多管齐下求团圆

面对春运期间火车票、高铁
票、飞机票紧张的请况，岛内相关
部门和民众多管齐下寻找出行方
式，实现家庭团圆。

台湾西部地势平坦，高速公路
网络发达，因此部分民众会选择乘
坐巴士返乡。台交通部门表示，各
客运公司目前运力充足，台湾西部
各客运公司每日共计可开行1.1万车
次，并随时机动加班因应旅客的增

加。1 月 22 日 0 时起到 30 日 0 时
止，有89条路线提供平日优惠价或
原票价85折优惠。此外，对于离家
不远的民众来说，选择开车、骑机
车的方式回乡过年也是较为便利的
选择。

而在台湾东部，由于没有高
铁、交通不太便利，台铁的重要性
更为凸显。为此，在台铁自主加开
春节期间台北往返花莲、台东列车
的基础上，花莲县政府和台东县政
府各申请 4列次与 6列次台铁专车，
供当地居民返乡和返工时乘坐。根
据要求，购买这两类专车车票的乘
客必须身份证开头字号或户籍所在
地为花莲或台东。

除了在除夕夜前奔波返乡，也
有部分台湾民众参与反向春运，到
大城市与子女团圆。“我的女儿在台
北工作，今年刚生了宝宝。所以我
和我先生打算在除夕前坐车去台
北，和他们一起过年。”来自台南的
郑太太告诉记者，春运期间“逆向
出行”完全不拥挤，车票几乎随到
随买。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在哪里
过年并不重要，全家团圆才是春节
里最重要的事。

台湾春运也很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尽管没有大陆春运那般宏大的场面，但短时间内上千万人口的迁徙，给
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带来不小的交通压力。紧张的运输、汹涌的人流背
后，体现的是台湾民众对节日里家庭团圆的渴望。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查文
晔、吴济海） 台湾人力资源机构
1111 人力银行近日发布“2020 企
业最爱大学调查”结果显示，在“今
年最让台湾雇主满意的公立大学”
的评比中，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稳
坐冠亚军。辅仁大学、中原大学分
列私立大学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其中台湾大学是岛内规模最
大的综合性大学；而暌违三年重
新回私校冠军的辅仁大学，是台
湾少数拥有附属医院、系所几乎
涵盖所有领域的综合大学，双主
修学生数更是私立大学之最。

在公立技职校院，依旧由台

北科技大学抡元，台湾科技大学
居次；私立技职校院方面，则由
致理科技大学再度蝉联冠军，龙
华科技大学、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紧随其后。

该调查还发现，超过六成的
雇主认为学历光环在职场上的影
响力不会超过 1 年。而在企业主
心目中，较重要的评估用人的标
准主要有热诚与抗压能力、沟通
与合作能力、整合与应变能力。
企业主在录用新人时最青睐的证
照依次为：语言相关 （44.04%）、
信息与计算机相关 （38.68%） 以
及财务会计相关 （16.86%）。

岛内调查显示

台湾大学成为雇主最满意的公立大学

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1
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
全年台湾外销订单累计金额为
4845.6亿美元，年减5.3％。

该部门公布，2019 年 12 月
台湾地区外销订单金额 437.8 亿
美元，年增 0.9%，为 2018 年 11
月以来首次转正。

展望未来，该部门指出，第
一季度为电子产业传统淡季，加
上全球经济成长平疲，需求仍然
较缓，恐抑制接单成长动能。此
外，去年春节期间月份不同，季
节性因素恐使1月减幅较大，预
估2020年1月台外销订单金额年
减11.1%至年减8.6%。

外销订单额年减5.3％外销订单额年减5.3％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 1
月 21日宣布，2019年共协助 487
家海外和中国内地企业在港开设
或扩展业务，同比增加 11.7%，创
历史新高。其中，金融科技和初创
企业的数量增长最为强劲。

这487家企业来自48个经济
体。中国内地仍是最大来源市场，
共有 120家企业；其次为美国 71
家、英国43家、日本27家、法国25
家；来自东盟的企业合计29家。

按行业分类，创新及科技类

企业最多，共106家；其次为运
输及工业类65家、旅游及款待类
60家、金融科技类57家。投资推
广署还协助了70家不同界别的初
创公司驻港，占总数的14.4%。

这487家企业共创造了6009个
就业职位，比2018年增加14.1%。超
过27%的获协助企业表示，香港的
国际枢纽地位在中国内地的持续
经济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选址香
港旨在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商机。

协助487家企业驻港

江苏省昆山市台办近日表
示，2019 年昆山新批台资项目
163个，增资项目58个，新增投
资总额 14.99 亿美元。全市累计
批准台资项目近5200个，投资总
额超620亿美元。

昆山市台办介绍，昆山经济
水平长期居于大陆县级市前列，
与台资企业蓬勃发展密不可分。
截至目前，昆山累计拥有投资总
额超千万美元的台企 678家、超
亿美元的台企66家，24家台企上

市挂牌。同时，常年工作生活在
昆山的台商台胞超10万人。

昆山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昆山正在创新机制体制，进一步提
升融合发展水平，保障台胞台企切
实享受同等待遇带来的政策红利，
将继续鼓励、引导台企积极投身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参与
昆山产业科创中心建设，开展以智
能制造为引领的技改扩能、转型升
级，支持更多台企在大陆上市挂
牌，助推台企开拓内销市场。

近5200个项目落户昆山近5200个项目落户昆山

数 说 港 澳 台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日前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香港、澳
门代理见证开立内地个人银行账
户试点政策启动以来，香港、澳
门居民共开立Ⅱ类、Ⅲ类个人银
行结算账户8.67万户，累计交易
168.24 万笔、金额 10.20 亿元，
入金 5.94 亿元，出金 4.26 亿元。
其中，绑定移动支付工具账户
6.83万户，发生移动支付交易笔
数130万笔、金额3.83亿元，占

转出交易金额的89.91%。
香港、澳门代理见证开立内

地个人银行账户试点政策，指年
满18周岁及以上且已开立中银香
港或工银澳门账户的港澳永久居
民，可凭本人港澳永久性居民身
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前往当地中国银行或工商银
行营业网点办理代理见证手续，
即可便捷开立内地Ⅱ类、Ⅲ类个
人银行账户。

账户累计达8.67万户账户累计达8.67万户

为迎接新春佳节，澳门市政署以“金鼠迎春贺新禧”为主题，在
各街区78个地点布置传统花灯和特色金鼠造型灯饰，让市民和游客感
受喜庆祥和的年味，开启新年新气象。图为 1月 18日在澳门议事亭前
地拍摄的春节灯饰。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澳门灯饰喜迎春澳门灯饰喜迎春

（据新华社电）

1月 21日，农
历腊月二十七，台
北街头年味十足。
商家纷纷点亮新春
装饰彩灯、张挂各
式鼠年饰品，喜迎
新春佳节的到来。

中新社记者
史元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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